
基于认知技术的
发票处理  
从大量文档中挖掘价值



简介

即便是在数字化时代，文档管理问题也仍是企业的一大

痛点。想想这一点，有 46% 的办公人员每天要把时间

浪费在各种纸质工作流程上，这着实令人震惊。此外，

数字化文档的数量也在急剧攀升，各种格式的申请表

或 索 赔 表、支 票、护 照、账 单 及 许 多 其 它 文 档 层 出

不穷。在处理上述这些项目，尤其是半结构化和非结构

化文档，以便快速、精准地从文档数据中获取洞察时，

不仅容易出错，而且效率低下。然而，企业领导者却

往往忽视了转变文档处理方式所带来的价值。所幸，

随着人工智能 (AI) 渗透到业务的各个方面，创新型企业

和机构逐渐意识到人工智能驱动的智能文档处理 (IDP) 

所具备的潜力。

智能文档处理正作为一类可帮助企业从推动业务发展的

文档中提取数据的解决方案迅速兴起。此类文档包括

保险索赔、抵押贷款申请、合同、采购订单、发票、

工程图纸等。

本文探讨了推动企业采用 IDP 的主要因素，并介绍了由

英特尔® 至强® 可扩展处理器提供支持、用于实现发票

处理认知能力的 Wipro HOLMES® 发票处理解决方案。

尽管在过去十年中，许多有着杰出表现的企业和机构

一直在大力投资机器人流程自动化 (RPA)，但他们已达到

饱和点，耗尽了此类基于任务的简单自动化所带来的

低价值机会。例如，传统的 RPA 机器人无法按照类型

和性质对文档进行分类，也无法处理质量不佳的扫描

文档。大多数 OCR 引擎无法准确识别扫描文档中的

数据，因此要达到至少 80%-90% 的自动化水平绝非

易事。传统 RPA 解决方案不仅严重依赖特定领域的

专家，而且缺乏安全的访问权限管理能力。将人工智能、

机器学习 (ML)、计算机视觉等 IDP 技术与 RPA 集成，

可帮助企业实现文档驱动用例的自动化。这促使人们

重新构想端到端业务流程，而不是陷入基于任务的

自动化的无休止循环。IDP 有望将文档处理提升到一个

新的高度，使其成为推动企业成功的一项战略因素。

预计到 2024 年，IDP 市场将增至 38.55 亿美元，复合

年增长率高达 54.5%。

IDP 解决方案可帮助专家每天处理更多的文档，从而

提高生产效率，缩短周转时间，同时通过自动化提高

报告质量。

自主学习 IDP 算法不仅能够定义、提取和验证相关

数据，而且随着时间推移，即使在处理复杂的半结构化

和非结构化文档时，也能提高准确性，减少错误。除了

典型的财务文档，IDP 解决方案还可以扩展到对 ID 卡、

报告（非结构化和半结构化）、表单和账单处理、研究

论文、工程图纸等执行 “了解客户” (KYC) 审核。

从应对挑战到把握机遇：向高处进发



利用 Wipro HOLMES® 推动实现智能自动化

Wipro HOLMES® 是 Wipro 的人工智能和超自动化平台，

能够将企业资产、数据、分析和流程连接起来，从而

推动企业实现自动化，并成功应对人工智能解决方案

在构建、部署和使用上面临的挑战。该平台由机器学习

提供支持，通过 Wipro HOLMES® 专家多年积累的经验

得以加强。其在生态系统合作伙伴市场提供不依赖

供应商的咨询服务和预构建的解决方案资产。该平台

可以发现切实存在的业务问题、确定成功标准、评估

技术合适与否、推动顺利实施和采用、进行风险和变更

管理以及治理，帮助客户掌控其数字化之旅。

HOLMES 解决方案已成功部署到各行业垂直领域和

相关职能部门，助力提高效率、经济性和体验 (3E)。

图 1 所示为 Wipro HOLMES® Automation Studio (HAS) 

的工作机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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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 Wipro HOLMES® Automation Studio (HAS)图 ：

构建具有以下特性的
自动化应用：



Wipro HOLMES® 基于人工智能的发票

处理方案简介

Wipro HOLMES® 智能发票处理解决方案是一款人工

智能应用，利用先进的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 (DL) 算法

进行图像处理、表格检测和所需的值提取。这在发票

数量增加，致使手动进行数据录入、数据验证和审批的

流程成本颇高时作用明显。在这类情况下，基于规则的

发票处理方法虽有帮助，但计算量增加，并且需要不断

调整提取规则才能满足新发票类型的需求。因此，

自动化的智能发票处理系统是更具扩展性的方案，可

帮助企业采用标准化的发票处理方法，而无需针对

不同的发票类型进行定制。

图 2 展示了 Wipro 基于人工智能的发票处理解决方案的

关键步骤。

图 ：  基于人工智能的发票处理解决方案的工作机制2 Wipro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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该发票处理解决方案为需要处理大量文档的
现代企业提供了诸多优势，包括：

• 无缝处理多种语言的多页发票和文档。

• 不同于大多数其它解决方案中基于规则的提取方法，

发票实体提取与位置无关。

• 能够处理各种质量的图像，包括噪点多、含断裂字符、

模糊、旋转后的图像，并支持多种图像格式。

• 基于多核 CPU，能够优化训练时间并加快推理执行

速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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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OLMES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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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速性能



Wipro HOLMES® 表格检测和实体提取 

Wipro HOLMES® 自行设计和开发了专有的 OCR、表格

检测和实体提取技术，能够高度准确地提取数据。该

解决方案采用先进的深度学习技术，并经过定制，可

确保最大限度地提高提取发票数据的准确性。表格检测

基于扫描的年度报告文档进行了训练，以尽可能确保

准确性。借助对表格检测和实体提取结果的认知验证，

模型会不断进行更新和定制。这种 OCR、表格检测和

实体提取具有更高的准确性，提高了实体提取模块的

提取速度，从而减少了文档数字化的总用时。

克服人工智能的预期风险：Wipro 以人为本

的理念如何在其中发挥作用 

虽然人工智能驱动的智能文档处理有着诸多优势，但

缺乏人工干预和控制会带来一定的风险。这种风险是

所有采用人工智能和自动化的企业最关注的问题之一。

任何正在采用自动化的业务流程，都需要从人工智能

模型所做决策的重要性和影响的角度加以考虑。因此，

在实施人工智能和自动化解决方案期间，确定人工参与

程度至关重要。

Wipro HOLMES® 遵循以人为本的理念，可帮助消除

此类风险。它根据人工智能模型决策过程中所需的人工

参与和控制水平进行定义。这包括在人工智能模型做

决策前的数据预处理，决策过程中考虑的特征，以及

决策的后续影响。人们需要对决策的正确性、一致性、

可靠性等进行验证。以人为本理念的关键指标包括人机

交互类型、对模型的控制和例外情况。

人机交互类型定义为处理人工智能模型输出所需的人

机交互类型，可分为以下几类：

1. 人在回路内：人始终作为人工智能模型的一部分，

快速确定可能不容易通过其它仿真方法确定的问题和

要求。

2. 人在回路外：人工智能系统能够在没有任何人工输入

或人机交互的情况下选择目标并输出结果。

3. 人在回路上：当模型的置信度分数或类似指标低于

阈值时，人就会参与进来。对于此类型，人只协助对

人工智能系统所做的决策进行正确性检查。

以人为本的维度基于人工智能模型的可解释性、透明度

和可诠释性水平及其决策能力。这有助于在必要时检查

在多大程度上需要人来参与验证和控制人工智能模型

所用的决策。 

成功有目共睹

挑战 

客户使用手动文档处理系统会造成时间上的浪费、

各种错误和对领域专家的依赖。

Wipro 自动发票处理解决方案实现的优势 

•  实现 80% 的零接触一条龙处理

•  支持 20% 的 “人在回路内” 实例

•  将作业时间缩减到不足 1 分钟



利用英特尔® 人工智能技术加快发票处理

速度 

目前，英特尔® 技术为商业、社会和研究领域中一些

颇具前景的人工智能用例提供支持，从医学发现到

无人驾驶车辆智能，从微型设备到大规模云计算，将

具有变革意义的人工智能模型的潜力在全球范围内

变为现实。不过，英特尔® 技术的显著优势在于利用

基于英特尔® 至强® 可扩展处理器的平台帮助实现人工

智能的普及，从而带来极大的投资回报率或总体拥有

成本优势，尤其是在像 RPA 这种如今可用于训练模型

的数据集还在不断增加的场景中。

英特尔与 Wipro HOLMES® 团队合作，在基于英特尔® 

至强® 铂金 8124M 处理器的平台 (3.00 GHz) 上优化了 

HOLMES 表格检测和提取框架以及用于提取发票实体

的 Wipro HOLMES® 文本深度提取框架 (DEFT) 管道。

该解决方案通过面向英特尔® 架构优化的 TensorFlow 

做了进一步优化，其中包括面向深度神经网络的英特尔® 

数学核心函数库（英特尔® MKL-DNN）。

OpenVINO™ 工具包基于全卷积神经网络 (FCNN)，

提高了用于表格数据推理任务的网络性能：

对表格检测和提取管道的评估是在平均每份文档有 

100 页 的 内 部 数 据 集 上 进 行 的。这 些 管 道 在 基 于

英特尔® 至强® 可扩展处理器的 AWS 实例 (c5.9xlarge) 

上，使用默认的 TensorFlow、面向英特尔® 架构优化

的 TensorFlow 和英特尔® 分发版 OpenVINO™ 工具包 

v2018.5.455 进行评估。

在企业方面，为深度学习模型运行时环境构建架构

认知，可使性能得到很大的提升。当然，较为简单的

方法是利用面向英特尔® 架构优化的框架和库。建立

对非一致性内存访问 (NUMA)、多线程、软件线程与

内核的关联等的认知，是同时面向训练和推理的下一个

易于建立的认知层次。我们还使用了 Uber 通过 MPI

 （针对 x86 优化的任何版本）为 RPC 开发的名为 Horovod 

的分布式训练框架，在强大的 CPU 内核上有效扩展

我们的深度学习模型训练。这有助于充分利用该平台

的性能优势。此外，还在投资回报率和总体拥有成本

优势之外带来生产计算的高 CPU 利用率。同样的方法

也可以扩展到多节点训练。

转变文档处理方式 

英特尔通过优化框架、开发软件库和工具包、使用面向

英特尔® 架构优化的 TensorFlow 和英特尔® 分发版 

OpenVINO™ 工具包，使得深度学习训练和推理的性能

在基于英特尔® 技术的平台上得到了显著提升。Wipro 

与英特尔合作，已成功在本地系统中运行其基于人工

智能框架的 Wipro HOLMES® 发票提取管道。Wipro 

在 Wipro HOLMES® 文档处理系统的认知自动化方面

取得了技术上的突破和重大成果。我们能够推出解决

方案，为多家客户提供服务正得益于此。当前，我们

双方正携手突破界限，引领企业和机构实现文档管理

方式的变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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